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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比对，鹰潭市全市共发
现 100名贫困人员无户籍、无身份证号
码，目前已落实贫困人口户籍84人，并
全部按本人真实身份证信息录入全国
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全市共发现2015年
至2017年存在“雨露计划”应享受未享
受人员484人次，已补发资金484人次
115.35万元；全市共追缴重复发放教育
扶贫资助金32人次2.18万元，补发教育
扶贫资助金 115 人次 8.24 万元……这
一切都是建立在鹰潭市运用数据比对
助力精准扶贫基础上的。

脱贫攻坚核心在精准，关键在精
准，而数据比对则是精准的关键所
在。今年 5 月以来，鹰潭市在总结贵
溪市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域范围

内推行精准扶贫数据比对工作，通过
数据比对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

数据比对，比什么？怎么比？
“所谓数据比对，其实就是通过

将采集的各类相关扶贫数据进行比
较对照、相互核对、发现差异、分析
原因、找出问题的过程。”鹰潭市扶
贫和移民办公室主任罗卫国告诉记
者，5 月中旬，贵溪市针对精准扶贫

“夏季整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先
行先试，大力开展精准扶贫数据比对
工作，重点开展“三比对”，即比对基
础数据是否准确、扶贫政策是否落
实、建档识别是否精准。并规范了流
程、建立了方案、组建了队伍、健全
了机制、压实了责任，探索建立了

“五个一”精准扶贫数据比对模式。
罗卫国说：“以基础数据比对为

例，我们通过对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
统中贫困人口信息和教育、人社、残
联、卫计、城建、民政等 20多个部门提
供的教育扶贫数据、就业扶贫数据、安
居扶贫数据、产业扶贫数据等进行逐
一比对，从而打破了各部门之间的数
据壁垒，形成了数据闭环。”

在贵溪市成功试点的基础上，鹰
潭迅速在全域铺开精准扶贫数据比对
工作。截至目前，该市对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信息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
实现了全域比对、不留死角。

数据比对为当地精准扶贫带来了
明显变化。通过运用数据比对工作

法，鹰潭及时发现并全面整改了一批
脱贫攻坚隐患问题，有效提升了扶贫
精准度。“在数据比对中，我们发现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存在信息不准等
问题，为本应享受政策扶持但却没有
享受到的人员补办了扶贫相关手续，
补发了相关资金，对不该享受政策扶
持但却享受到了的人员进行了资金
追缴。”扶贫干部李享林告诉记者，

“更为重要的是，扶贫干部帮扶更加
高效了，在数据比对过程中，扶贫干
部通过主动上门、代办服务等，真正
把‘群众跑’变为‘干部跑’。同时，针
对数据比对中发现的问题，通过落实
整改责任，分级建立台账，实行销号
管理，让整改变得更加彻底了。”

“比”出精准度“扶”出加速度
——鹰潭全域运用数据比对助力精准扶贫

朱加太 本报记者 钟海华

本报抚州讯（通讯员胡涛、王金平）
连日来，崇仁县白陂乡笔架村金黄色的
稻浪连绵起伏，数台大型收割机马达轰
鸣。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大型收割机
加装了秸秆粉碎装置，将大片的秸秆直
接粉碎返田，不仅可杜绝秸秆焚烧产生
的大气污染，农田也可以立即翻耕，进行
农业生产。据悉，今年起，抚州市全面推
广秸秆粉碎还田新技术。

抚州市是 2016 中国“氧吧城市”50
强之一，为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该市下
发《关于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公告》，并

要求今年销售的联合收割机必须安装秸
秆粉碎装置，如未安装，将不予享受农机
购置补贴。同时，建立收割机械准入制
度，对未安装秸秆粉碎装置的联合收割
机，禁止下地作业。在今年农忙双抢期
间，全市新增的 346 台联合收割机已全
部安装秸秆粉碎装置。

据该市农业专家介绍，采用粉碎
还田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秸秆的综合利
用率，防止土壤板结，还可以提高土壤
的肥力，让农作物的根系扎得更深不
易倒伏。

抚州全面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新技术

本报上饶讯（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
俞霞霞）日前，上饶市广丰区在丰溪河源
头铜钹山河段、花（鱼骨）种质资源保护
区核心区五都河段、嵩峰乡十都河段，共
计投放鱼苗 475 万尾，通过人工增殖放
流活动来改善当地水域生态环境。广丰
区立足思路升级，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
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加强河湖长效保护管理。该区将
丰溪河十五都港、丰溪河城区段列为打
造河长制示范河流对象，制定流域生态
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推动流域生态治理
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实行

问题清单制，分行业、分流域建立区、乡
（镇、街道）两级河湖保护管理问题清
单。将河长制工作有重点任务的区级
责任单位的相关工作内容纳入年度绩
效管理指标体系，将河长制工作纳入对
乡（镇、街道）政府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
价体系。

为确保境内河道水清岸美，区水政
监察大队加强执法力度，对全区涉河、涉
砂违法现象进行了严厉打击。截至目
前，拆除非法砂场35个，限期整改18家，
查处非法采砂案件 7 起，整治提升排污
口10个。

广丰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成效明显

本报抚州讯（通讯员章晋辉、叶晚田）
“遇到大的矛盾纠纷，不能冲动，还是要
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近日，抚州市临川
区嵩湖乡谢家村村民谢龙生在村里刚刚
建成的法治文化墙前，认真了解法律知
识。近年来，临川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
中，不断加大法治文化建设力度，先后投
入 200 多万元在 100 余个新农村建设点
建成了法治广场、法治长廊、法治文化
墙、法制宣传栏等，普及有关平安建设、
综合治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与农民

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在农村逐渐形成
学法、用法的良好风尚。

临川区以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文
字释法说理，配以生动的漫画和警示格
言，将法律知识图文并茂地展现出来，
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轻松接受法制教
育。此外，在农家书屋开辟法律书籍读
书角，购置了农村法律宣传、法律服务
手册。各村还建立了便民法律服务室、
五老评理会，为群众义务调解纠纷、提
供法律帮助。

临川法治文化墙扮靓新农村

7月19日，南昌市殡仪馆庄严肃穆，
老党员邱慎诚同志的遗体覆盖着党旗，
在场的全体人员默哀。77 岁的邱慎诚
生前是一名正厅级退休干部，是目前江
西省行政级别最高的遗体捐献者。

邱慎诚1959年参军入伍，成为一名
空军飞行员。党和部队的培养，让他对
党无限感恩和忠诚。转业后，他将一腔
热诚投入江西省人防事业，成长为一名
正厅级干部。退休后，他患了肠癌，但没
有胆怯和退缩，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
心态与癌症抗争，很快康复。

2012年，邱慎诚看到“感动中国”十
大人物，年仅12岁的何玥，在生命尽头，
主动提出捐献遗体器官时，深受感动，萌
发了去世后也要捐献遗体器官的想法。
2013年，邱慎诚受邀参加省红十字志愿
捐献者之友协会新年联谊会，了解到遗
体、器官捐献对医学发展和挽救生命的

意义，他捐献遗体器官的热情再次被点
燃。2013年 4月 11日，邱慎诚登记捐献
遗体，并担任省红十字志愿捐献者之友
协会名誉会长。

此后，邱慎诚积极宣传遗体器官捐
献的意义。他一边照顾生病的爱人，一
边尽量抽出时间，参加捐友的公益活
动，并在省人民医院做了一名癌症病
人的“话疗”志愿者。邱慎诚有战胜癌
症的经历，所以癌症病人特别信任他，
他时常鼓励癌症病人保持乐观积极的
心态。

邱慎诚生前曾说：“党和人民养育
了我，我会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
人民。我活着，要努力锻炼身体，当好一
名志愿者；死了，要将器官捐给党和人
民，在他人身上延续自己的生命。”邱慎
诚去世后，实现了他生前的诺言，这是一
名老党员给党的最后一次“献礼”。

一名老党员的最后“献礼”
本报记者 黄锦军

本报讯 （记者骆辉）记者 7 月 5 日
获悉，江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南昌市公
安消防支队共同打造的“红门荣耀·辉
煌新篇”主题微电影作品《永恒的八一》
日前正式发布。

该片采用纪实手法，通过万赣洪、周

东生、葛志坚、刘炜玮、胡庆松、孟庆涛等
几代江西省公安消防总队南昌支队西湖
大队八一中队官兵的回忆，展现了消防
官兵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消防为人民”
的铮铮誓言，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等工
作中的感人事迹。

微电影《永恒的八一》发布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邱西颖 通讯员
熊师）7 月 18 日，景德镇市统一战线“美
丽瓷都·同心智库”启动仪式举行，来自
全市统一战线、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200名专家学者成为该智库首批专家。

景德镇市成立“美丽瓷都·同心智
库”，旨在进一步整合统一战线人才资源
优势，搭建高层次、宽领域、复合型的专
家库平台，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库”“智囊

团”的作用，打造景德镇统一战线建言献
策升级版，更好地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
提供高质量参谋。

“美丽瓷都·同心智库”专家由陶
瓷、乡村、法律、综合四大类组成。今
年，该市还将根据智库专家专业优势，
成立陶瓷专家服务团、农业专家服务
团、法律专家服务团，开展一系列特色
活动。

景德镇成立“美丽瓷都·同心智库”

本报九江讯 （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
邹平飞）九江市濂溪区西洋垄安置小区
是濂溪区政府投资建设的民生工程，基
础设施齐全、功能完善，共有800户家庭
住进了这个小区。近日，记者遇见刚住
进新房的五里街道八里村村民刘保国，
他高兴地说：“我家过去房子小，光线暗，
做梦都想住新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了。”刘保国是濂溪区棚户区改造的受益
者之一。

近两年来，濂溪区把棚户区改造作
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来抓，集中人力、财
力、物力，加快城市集中成片棚户区改
造。以五里街道的浔南片区、十里街道

的十里老街片区、虞家河乡的芳兰片区
等为重点，优先改造规模大、住房条件
差、危旧房屋多、群众要求迫切的项目，
让困难群众早日住上新房。同时，印制
了《棚户区改造政策手册》和《致拆迁户
的一封信》，让棚户区改造政策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坚持依法征迁、阳光征
迁、和谐征迁，平稳推进每一个棚户区改
造项目，把好事办好。此外，采取公开招
标的方式，严格落实工程质量责任, 努
力把棚改安置房建成精品工程。该区去
年完成棚户区改造项目49个，今年新启
动棚户区改造项目14个，目前累计完成
棚户区改造任务近2万户。

濂溪区棚户区改造圆群众新居梦

本报讯（记者卞晔 实习生朱萍萍）
7 月 9 日下午 3 时，遂川县堆子前镇久
渡村“栽富树”光伏电站受益贫困户分
红仪式在镇政府如期举行，久渡村十
余户贫困户代表每户喜获 1500 元分
红。这是该项目自去年以来实行的第
二次分红。贫困户胡海明说，这得益
于省慈善总会给村里添了棵“摇钱
树”——一个5.7亩的光伏发电基地。

从 2016 年底开始，省慈善总会实
施“栽富树”产业扶贫项目，针对贫困
群众，采用慈善股权定向帮扶的模式，
由总会出资入股当地龙头企业或农

民专业合作社，由企业、合作社等专
业团队负责生产经营，每年产生的股
金收益定向发放给贫困户。久渡村
光伏发电基地，便是其中最早产生收
益的一个。

自去年 5 月上旬遂川县申报该项
目，到当年6月中旬150余万元股金到
账，再到当年 6 月底建成并网发电，久
渡村光伏发电基地整个建设过程只用
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当年 11 月 23
日，根据发电收益，该项目就实现了第
一次股金分红，全村 72 户贫困户共获
得 8.05 万元分红。截至 7 月 9 日 12 时

34分，该基地共发电23万余千瓦时，根
据 0.98元/千瓦时的电价，基地年收益
率超过14%。扣除运营成本，7月9日，
该项目再次向贫困户分红7.95万元。

今年 47 岁的胡海明，左眼几乎失
明，两儿一女在县城读书。“现在孩子
读书几乎不花钱，村里每半年对我们
贫困户有一次光伏发电的分红，日子
更有盼头了。”胡海明笑着说。

在修水县，省慈善总会则通过入
股当地的省级龙头企业——江西修江
源实业有限公司，带动了当地不少贫
困户加入公司的皇菊种植。“在皇菊基

地干活每天有150元报酬，另外，年前
还拿到了2000元的固定分红。”7月11
日，杭口镇坪下村贫困户周德金告诉
记者，尽管如今自己因身体原因不能
再下地干活，但公司已同意自己的妻
子下半年加入务工队伍。

去年 3 月，省慈善总会与修水县
民政局就“栽富树”项目签约，向修江
源公司注资 200 万元，按不低于每年
入股资金 10%的年收益率给当地贫困
户分红，力争变“输血”为“造血”，帮
助 100户贫困户通过股权收益脱贫。

截至今年 6 月底，省慈善总会已
与全省14个县签订“栽富树”产业扶贫
项目合作协议，投资总额 2752 万元，
产业涉及光伏发电、果蔬种植、农产
品深加工等多个领域，初步形成了

“慈善+合作社+贫困户”的慈善产业
扶贫模式。

慈善股金“栽富树”贫困户添“摇钱树”

省慈善总会产业扶贫显成效

▶7 月 18 日，赣州市赣县区
储潭镇红河村黑提基地，游客正
在采摘黑提。近年来，该镇创新
产业扶贫模式，大力发展蓝莓、
提子、脐橙、香菇等特色产业，带
动 50户贫困户就业，贫困户人均
月增收 1200元以上。

通讯员 钟 婷摄

脱贫增收

本报丰城讯 （通讯员袁方坤、蔡思程、
章欢欢）近年来，丰城市不断增强村级组
织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党员带头、基地示
范、产业带动”的形式，逐步形成“一村一
品”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支
撑，助力贫困户早日脱贫。

加大资金扶持，“输血”健肌体。该市要
求每个试点村 300 万元的扶持资金中，用于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资金不低于100万
元。去年以来，该市消灭无集体经济收入的
村130个，新增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
54个。

盘活集体资产，“活血”舒经络。各村级
党组织通过盘活闲置或低效使用的荒山荒
地、荒水荒滩、校舍商铺、厂房仓库等各类集
体存量资产，采取村级自主经营、租赁等方
式实现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增加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

丰城党旗引领脱贫路

分宜县高岚乡兰盘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张喜生，患有先天性肢体
残疾。因长年自卑封闭，37岁的他
至今没有工作。

扶贫要真扶，真扶还需善扶。
村里想着法子改变张喜生的精神
状态，可他的倔脾气在全村出了
名，如果仅靠说教，只会适得其
反。2017年以来，兰盘村驻村第一
书记张正君通过落实医疗保障政
策，为张喜生报销医药费 8600 元，
还为他筹集危房改造资金 4.3 万
元。张喜生 78 岁的老父亲在县敬
老院生活，张正君更是时常替他去
县城看望，让他放心。在父亲和张
正君的鼓励下，张喜生决定放下自

卑，找份工作。
然而，求职路并没有想象的那

样顺利。刚开始，张喜生很兴奋，
听说张正君要介绍自己到市里的
制砂厂上班，他迫不及待地收拾好
了行李，日夜盼着早点上岗。可结
果却不尽如人意，张喜生坚持了不
到一个月就放弃了——他连提桶
水的力气都没有，那些将机器卡住
的大石块，他实在清理不动。张正
君把他接回了家，鼓励他不要放
弃，并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他父亲。
看到自己的儿子敢于尝试，老人深
感欣慰，他说，张喜生从小喜爱捏
树脂、做造型，还专门跟人学过艺，
或许可以在这方面想想办法，找份

活干。
经多方打听，张正君联系到了

温州的一家树脂加工厂，这里就业
岗位多，又是乡亲们务工的聚集
地，张喜生的工作和生活都有人可
以照应。临行前，张正君鼓励他：

“你手艺好，一定没有问题。”
这一回，张喜生的表现出乎大

家的意料。他工作认真细致，打磨
的产品精致好看，在市场上很受欢
迎，每月能拿到 4000 多元工资，加
上乡里发放的产业分红金，年收入
将近6万元。张喜生因为张正君的
真心用心，不仅迎来了脱贫的一片
天，也向村民证明了只要勤劳肯努
力，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真扶加善扶 脱贫有前途
李建艳 袁碧慰

▼7 月 16 日，乐安县泉发实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留守妇
女正在纺纱。近年来，该县出台
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各村创办
扶贫车间，帮助 2000多名留守妇
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通讯员 黄 煜摄

◀7月 17日，安福
县瓜畲乡新安村农民
在采摘莲蓬。今年，该
村农友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利用产业扶贫
资金，种植 200余亩太
空 36 号白莲，喜获丰
收。

通讯员 刘丽强摄


